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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

开拓创新 担当作为
只愿为患者保驾护航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 创新精神。六大强势亚学科齐头并
《大学》里的这句来形容烟台山医院 进的同时，作为烟台市医学会脑血管
神经内科近 30 年的发展再合适不 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烟台市
过。从 1991 年创科之初的半个病 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及控制分会主
区，到如今在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精 任委员单位，烟台山医院还着力探索
准化、规范化管理、疑难复杂疾病的 业内发展的“通路”，以“卒中单元”多
诊断和各项最新技术的开展方面与 学科协作及“溶栓地图”尝试等，带动
国内外最先进学术发展同步，这中间 学科发展。这之外，以科技促临床，
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
以学术促发展的学术探索和研究，也
如今，提起烟台山医院神经内 让国际脑血管病的预防指南中有了
科，一系列的“最早”足以体现其开拓 “烟台声音”
和贡献。

2018
年 11 月，我
市推出 2.0
版 的“烟 台
市急性脑
卒中溶栓
地图”
积极探索：两个经验获区域内推广，推动胶东地区学科发展

勇于开拓：一系列
“最早”
，引领烟威地区神经内科发展
成立于 1991 年的烟台山医院神
经内科，是胶东最早创办的神经内科
之一，从最初和消化内科共用一个病
房，到如今发展为北院区、东院区“一
床难求”，一系列的“最早”探索功不
可没。
2004 年，烟台山医院先后成功
开展烟威地区首例椎动脉支架术、首
例颈动脉支架术治疗，此后，神经内
科又在胶东地区率先开展了急性脑
梗死的静脉溶栓、动脉取栓和动静脉
联合溶栓，实施了康复的早期介入，
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率先开展了脑血管狭窄的支架治疗，
开辟了烟台市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
治疗的先河。2013 年，烟台山医院
神经内科卒中团队再次成功进行了
烟台首例 Solitaire 取栓。
在脑血管病的治疗方面积极探

索之外，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的亚学
科发展也在加紧步伐开展。2012 年
10 月，烟台山医院帕金森病·运动障
碍专科门诊正式揭牌，成为烟台市首
家帕金森病专科门诊；2013 年，烟台
山医院认知障碍门诊开诊，它标志着
烟台山医院在慢性疾病防控上实现
了质的飞跃；截至 2014 年，烟台山医
院神经内科已经构筑起脑血管病、痴
呆与认知障碍、帕金森及运动障碍、
头晕、神经心理、癫痫六大亚专业齐
头并进的局面。
如今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为烟
台市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医院也有很
多耀眼的“头衔”：烟台市神经内科质
量控制中心主任单位、烟台市医学会
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烟台市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及控制
分会主任委员单位、中国卒中中心联
盟成员、获国家脑防委认证的高级卒
中中心、国家脑血管病新药临床评价
网络基地、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重大项目合作中心、清华大学品
驰神经调控技术烟台程控中心等等。
这些荣誉加身的背后是几代人
努力的结晶。而在夯实自身实力的
同时，放眼区域内学科发展，推动胶
东地区神经内科诊疗水平的提升，是
他们更大的目标。

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高复发率著称的脑卒中，如
今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头
号杀手”。时间就是大脑。烟台山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梁辉介绍，脑血
管疾病死亡率居高不下，严重威胁
生命安全，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是
改善预后效果的关键。
早在 2004 年，梁辉便根据国际
诊 治 指 南 ，在 胶 东 地 区 率 先 成 立
“卒中单元”这一脑血管病的救治
平台，集合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介入医学科、急诊、康复、影像
等多学科优势与力量，组建了 24 小
时卒中救治团队，运用全球领先的
“把医院急救送到病人身边”的法
国式院前急救理念，形成了急诊相关专业-ICU 院内联动的快速、
有效整体急救模式，从入院到进行
静脉溶栓（DNT 时间）的时间不断
缩短，居国内领先。2015 年，烟台
山医院神经内科承担烟台市卫健
委脑血管病质控中心的工作后，开
始在全市推广这一经验，让更多患

者有机会得到有效的治疗，有效降
低了致残率和死亡率。
一枝独秀不争春。在不断加
强自身科室建设的同时，烟台山医
院神经内科还着力在全市甚至更
广的范围内带动学科发展，形成合
力，
共同对抗疾病，为患者谋福利。
脑中风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
种，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俗称脑梗占
80%。在发病 3-4.5 小时内，
通过溶
栓药物或手术早期开通堵塞的血管
是决定中风病人生死的关键。为了
让中风病人的抢救更快更精准，
2017 年在全国第二、山东省第一发
布了“烟台市”，成为了全国溶栓医
院 覆 盖 面 最 广、网 络 最 完 善 的 城
市。烟台市的卒中中心建设如火如
荼，
不断提升，
圆满完成了山东省卫
健委的工作要求。目前正在推行的
基层卒中防控体系的建设将使得烟
台市率先进入卒中防控体系完善、
百姓卒中发病率、致残率、死亡率切
实降低的全国的卒中防治先进行
列。这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正是

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团队。
2017 年 3 月，
首次发布的
“烟台
市溶栓地图”共覆盖 27 家医院，其
中 5 家是市级临床救治中心，22 家
为区县级临床救治中心，都是经烟
台市脑血管病质控中心摸底检查、
严格考核确认通过的，有丰富的溶
栓经验。作为烟台市脑血管病质量
控制中心主任单位，烟台山医院在
这一项目的推动中功不可没。
而这些有益于科学发展和地
区脑血管病诊疗水平提升的有益
探索也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
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脑血管
病临床专科的建设与管理，国家卫
计委脑防委在全国开展了卒中中
心建设工作。国家级卒中中心建
设单位评选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
只有能够全面开展脑血管相关的
诊疗，才能具备评选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建设单位的资质。因为在脑
血管病方面的诸多有效探索，烟台
山医院成功获评烟台市首家国家
高级卒中中心。

遍地开花：六大亚专业齐头并进，学术成果改写脑血管病指南
不仅在脑血管病的方面“一枝 大亚专业并驾齐驱，为患者的生命 支高水平队伍的努力也在国际上
独秀”，近年来，烟台山医院神经内 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不仅要让患者 “雁过留痕”。2008 年，由天坛医院
科紧跟国际国内学术和技术发展 看病时能找到好医生，还要保证患 主持的大型临床项目
“CHANCE 研
前沿，以大学科管理理念为指导， 者在不同院区得到的都是同样优 究”
启动，
烟台山医院作为烟台市唯
在三个院区实行同质化管理，并为 质的诊疗服务。”梁辉主任告诉记 一的市级医院参与该研究，优质的
亚学科的发展制定带头人，树立守 者，如今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的团 管理质量和临床数据得到了课题组
土有责又通力协作的整体发展规 队建设已经初见成效。脑血管病 的高度评价，被授予质量优秀奖等
划思路，如今，六大亚专业学科齐 方面王英、于天霞，癫痫专业的于 称号。该项研究最终在国际顶尖杂
头并进，在脑血管病、神经心理疾 群涛、郑娟，认知障碍领域唐建华、 志“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并被评
病、变性病、脱鞘病、炎性疾病、癫 马丽丽，帕金森诊疗方向的孔敏，
头 为 2013 年国际脑血管病 10 件大事
痫及神经科少见疑难疾病的诊治 晕专业的闫志慧等专家教授都属业 之一，并改写了 2014 年美国最新的
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积累 界翘楚，
专业突出，
成了神经内科拿 脑血管病2级预防指南。
了丰富的经验，特别在处理和解决 得出手的
“金牌”
专家团队。
2020 年 5 月 6 日，
“直接机械取
疑难杂症和重症方面处于胶东地
擅长攻坚克难，
“ 特别能战斗” 栓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多中心、
区领先地位。
是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的真实写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DIRECT以帕金森病为例，近年来，烟 照。这支由博士、硕士组成的高素 MT）”
在国际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
台山医院神经内科对帕金森病推 质专业团队中，骨干成员皆有在国 学杂志》
（影响因子 87 分）发出中国
行精细化、人性化管理，不但率先 内外著名医院如加拿大 Montreal 声音，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及介入
成立烟台市首家帕金森病专科门 大学、韩国加图立医科大学、北京 科在该研究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诊，创建烟台市首个帕金森病友俱 解放军总医院、北大医院、北京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乐部，还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 武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等国内著名 沧海。心系患者，时刻以学科发展
品驰神经调控技术中心，填补了烟 医院进修学习的经历。
和诊疗技术水平提升为己任，走过
台区域空白，造福了广大的帕金森
近年来，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 栉风沐雨的 30 年，未来烟台山医院
病患者。如今，烟台山医院已成为 承担或参与国自然、国家“十一五” 神经内科会在亚学科领域集中发
烟威地区最大的帕金森病诊疗中 “十二五”
“十三五”
“973”
课题 20 余 力，为推动胶东地区学科发展做出
心，
其中登记病人超过 2000 人。
项。在各类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 更多努力，相信也会有更多患者因
更多亚学科建设也初见成效， 文百余篇，多位专家担任国家级、 此受益。
【孙淑玉】
脑血管病、痴呆与认知障碍、帕金 省级、市级学会领导及负责人，在
森及运动障碍、神经心理疾病、临 国内省内享有较高声誉。
床神经心理、脑电图与癫痫六
以科技促临床，
学术促发展，
这

